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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y and exercise integrated teaching is a new teaching mod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es at present.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objective definition, teach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teaching organization design and student assessment, this paper used MOOCs and 

SPOCs philosophy carried out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ory and exercise integration for teaching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ed the result on game software programming discipline, thus give 

conclusion. 

Keywords: Theory and exercise integration, MOOCs, SPOCs, Game software. 

 

理论实训一体化课程教学体系实践研究 

蒋方纯1, a,*, 陆云帆2,b, 诸振家3,c  
1，2，3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龙岗，深圳，广东，中国 

a06112061@bjtu.edu.cn, byunfan.lu@gmail.com, c824465@qq.com 

*通讯作者 

 

中文摘要. 理论实训一体化教学是目前职

业院校专业教学中探索创新的一种教学新

模式。本文从教学目标制定、教学平台搭建、

教学组织设计、学生成绩评定等方面，借鉴

MOOCs与SPOCs思想，结合游戏软件专业，

对理论实训一体化的课程教学体系进行了

实践研究，并做出了相应的分析。 

关键词: 理实一体化; MOOCs; SPOCs；游

戏软件 

1．引言 

“理实一体化”教学是目前职业院校专

业教学中探索创新的一种教学新模式。理论

知识围绕技能训练展开教学，“在做中学，

在学中做”；既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

合，又能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突出操作训

练；既完成理论教学，又实现对学生职业技

能的培养和提高，做到“教、学、做”合一，

提高教学质量。 

杜威“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体系

[1]、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2]

及德国的“行为引导型”教学法[3]均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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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提供了坚实了理论和实

践依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

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 

号）[4]的文件精神要求在以工作过程为导

向的高职专业核心课程教学改革方面，教学

活动应坚持融“教、学、做”为一体，边做

边学边教，有机融合，将教师的作用从传授

为主转变为指导为主，学生的角色从被动的

听为主转变为主动的练为主，该文件为“理

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 

专业是高职院校最基本的教育单位和

教学工作载体。专业建设是高职教育与社会

的契合点，在高职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也

是高职教育办出特色的关键。专业建设的好

坏关系到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的有效性，也关系到高职院校的学生

的培养及毕业生的就业与创业，其根本目的

是通过高职教学模式改革，提高专业教学质

量。 

本文以游戏软件专业为例，借鉴

MOOCs与SPOCs思想，进行理实一体化课

程教学体系的研究。 

2．理实一体化体系内容 

理实一体化教学即理论实践一体化教

学法，就是整理融会教学环节，打破理论课、

实验课和实训课的界限，将某门课程的理论

教学、实践教学、生产、技术服务融于一体，

把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教学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单独制定教学计

划与大纲，教学场所直接安排在实验室或实

训车间，来完成某个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

学生边学边做，理论和实践交替进行，突出

学生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充分调动

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这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是最适合于

职业教育教学需要的，是与现代企业实现

“零距离”接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

需要。本文从教学目标制定、教学平台搭建、

教学组织设计、学生成绩评定四个方面构建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 

2.1  教学目标制定 

在制定教学目标时，首先，对职业岗位

群进行界定；其次，对岗位工作进行细分；

最后，确定细化后的岗位工作的标准，并据

此制定教学目标。 

理实一体化课程是以典型项目为载体,

集理论传授、现场观摩、实践操作、技能训

练于一体的教学模式课程,它注重工作过程

的完整性,使学生获得结构完整的相关职业

技能和职业体验,从而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

养成。 

高职教育能力观认为，不仅要培养学生

专业能力，即具备职业所需的专业理论基础

和操作技能，更要重视其方法能力，即具备

职业所需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以及社会

能力，即具备职业所需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

念的培养，协助学生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

所以，应该先系统分析专业学生所应具有的

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为教学目

标制定提供依据。 

2.2  教学平台搭建 

课程体系包括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两

个方面。课程结构应在“三段式”重构为“两

段式”的基础上，课程内容也要由“理论课”

和“实践课”向“一体化课程”转换，构建

一体化的教学平台。 

在一体化的教学工作场所中，教师在讲

解理论知识同时，也要使用相关的教学设

备，配合教学素材进行实地演练；学生在听

教师讲授专业理论同时，也随同专业教师进

行实务操作。显然，这样的教学平台有利于

专业学生在实践中体会理论，并及时将所学

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势必会大大提升其学习

兴趣与效率。 

课程内容一体化的另一具重点是教材

一体化，把知识性教材与技能性教材融为一

体，形成一体化教材和课程，是实施一体化

教学的基础。 

2.3  教学组织设计 

在教学组织设计时，要单独制定教学计

划与大纲，构建职业能力整体培养目标体

系，通过各个教学环节的落实来保证整体目

标的实现。 

学习领域同岗位群中岗位工作是一一

对应的关系，通过系列学习领域的完成，最

终使得人才培养目标得以实现。在开展各学

习领域时，可以根据其包含的内容，将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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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若干个学习情景，每个学习情景都基于

一个完整工作过程，并在具体任务导向下走

向结束，最终完成一次教学过程。当一次教

学过程结束之后，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一个

提升。 

2.4  学生成绩评定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下的学生成绩

评定也势必要进行根本性变革，将基于“全

面发展的能力观”构建新的学生成绩评价体

系，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三

个大的方面。 

课程评价是课程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课程评价体系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教学效果,而传统的课程评价体系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实一体化课程的改革,

与现代职业教育倡导的“以人为本”“全面

发展”理念产生矛盾,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系

统的评价体系是保障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

效果的核心。 

3．实现方式 

本研究既采用传统的实体教学方式，即

教师面对面进行教学的方式，又借鉴网络的

教学方法与手段，主要是MOOCs与SPOCs

的教学方式，把三者结合在一起。 

MOOCs是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是

Massive（大规模），O是Open（开放），

第二个字母O是Online（在线），C是Courses

（课程）。该种教学方式是在网络上可以教

授大批学生，便于课程的推广与普及，但教

师参与的程度很降。一般来说，学生观看简

短的讲课影片，然后完成作业，由机器或其

他学生批改，缺少了面对教师的交流与讨

论，直接面对面的互动性差[5]。 

SPOCs是小规模私人在线课程，S是 

Small（小规模），P是Private（私人），O

是Online（在线），C是Courses（课程）。

该种教学方式改进了MOOCs教学方式在面

对面互动性方面的缺点，课程以“因材施教、

因才求教”为理念，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学

习形式，作为主体的学生和作为讲授的教师

实现教学相长[6]。 

通过多种教学方式的结合，发挥每种教

学方式的优点，有些学习内容面对面讲授，

有些内容个性化学习指导，有些内容完全由

学生自主学习与交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

特点，构建符合现在学生学习需求的教学与

学习环境。 

4．实践分析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游戏软件专业

为例，进行了实践研究。游戏软件专业课程

关系，如图1所示。 

游戏

策划

游戏

美术

游戏

编程

作品

完成

运营

管理

游戏软件测试

图1 游戏软件专业课程关系图 

 

根据上述关系可以看出，整个专业的教

学要做到一体化。同时，每门课程的教学要

一体化。下面以《游戏策划与架构》课程为

例，进行分析。 

该门课程需要思想创新，思维活跃，所

以目前课堂教学管理方法有些僵化。不管学

生是否喜欢、是否愿意，一律要求学生在规

定的时间内到规定的地点上课，并实行严格

的课堂出勤管理制度。大学生的生理、心理

都比中小学生成熟，该门课程的学习应当追

求学习方式和学习形式的多样化，不应仅仅

局限于课堂教学。在教师统一指导下的学习

自由，可以解决上述的一些不足。该门课程

的学习自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小组成员

组合自由；策划主题、情节的选定自由；交

流讨论自由；学习的时间相对自由；学习的

地点相对自由。 

按照通常工学结合的形式，进行工学结

合要有企业的配合，还需要有大段的时间

等，目前实现起来比较困难。可以将工学结

合中“工”的要素引进行课程教学中，在教

学过程中实现工学结合。在该门课程中“工”

的要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课程中加入

调研环节；到游戏开发企业去学习策划的技

巧；组织有关参观，学习创意，融入到策划

案中；利用课余时间到有关企业去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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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学习水平和学习

进展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素材与

要求，实现个性化理实一体化教学。 

5．结束语 

理实一体化教学适应职业教育教学的

要求，能够实现教育教学的基本目标。通过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加以改进，教学实践不断

丰富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内涵，一定会提高职

业教育教学质量。 

本研究成果，不仅可供游戏软件专业参

考使用，也可为其它专业参考使用，尤其可

以利用现有的很多的课程网站，借助

MOOCs与SPOCs思想，结合多种教学方式

与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本项目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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